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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灵山猕猴 罕见产下双胞胎
专家称概率为万分之一；爱猴人士为两只猴仔取名“
大双小双”
■核心提示
睁着圆溜溜的大眼，两只新生猕
猴正在母猴怀里吃奶， 公猴守在一
旁，“
一家四口” 格外和谐……近日，
黔灵山一对猕猴产下双胞胎，经网友
拍摄视频上传网络后引起关注，这对
双胞胎被爱猴人士亲切地称作 “大
双小双” ，这是黔灵山第二大猕猴群
中，第一对被大家发现的双胞胎。
5 月 12 日， 记者来到黔灵山公
园寻找“
一家四口” 。

“一家四口”
公园秀恩爱
5 月 12 日清晨 7 时许， 记者来
到黔灵山公园弘福寺山脚下，等待着
“
一家四口” 出现。
7 点 40 时左右， 记者看见公猴
出现，随后母猴抱着两只小猴从山林
里出来。 母猴来到道路旁坐下，两只
毛绒绒的小猴在母猴怀里钻来钻去，
吃一会儿奶，又扭头四处张望。 在这
期间，母猴始终紧紧地将两只小猴搂
抱在怀里，而公猴就坐在一旁，寸步
不离地守着母猴与小猴，一旦有人靠
近，就会迅速地扭头看过来。
记者发现，母猴搂抱着小猴时，一
只爪子会时不时地在小猴身上抓挠，
另一只爪子会在地上找食物残渣，塞
进嘴里不停咀嚼。 当记者凑近一点拍
照时，母猴听见相机发出的声音，便谨
慎地往后退了一下，守在一旁的公猴
见状，蹿上来伸手想抓相机。
在记者拍摄图片期间，有些游客
也围过来看这难得一见的双胞胎，见
到四周的人比较多，母猴将小猴搂得

一家四口
更紧了。 “这是猴子的天性，它们在
保护新生的小猴， 怕小猴受到伤
害。 ” 爱猴人士李艳说。
记者下山时，遇到了家住黔灵山
公园附近的程阿姨， 她说：“小猴子
太可爱了， 我在抖音上看到了视频，
专门来黔灵山看大双小双，只是我之
前运气不好，希望今天可以看到。 ”
记者还在公园里遇到一位老人，
他为这对罕见的双胞胎猕猴 “大双
小双” 写了一首打油诗——
—“
野生猕
猴产双胎，万分之一稀奇哉。 老夫活
了六十岁，今饱眼福乐开怀。 黔山胜
景世皆知，双胎小猴又添彩。 ”

猕猴产双胞胎
概率万分之一
针对猕猴产下双胞胎的现象，记

者联系了贵州省林业局野生动物和森
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他表示，猕
猴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一向都是单
产， 自然状态下生下双胞胎的几率是
非常小的，大概在万分之一左右。
据了解， 猕猴一般于头年 11 月
至 12 月发情，次年 3 月至 6 月产仔，
或 3 年生 2 胎，每胎产 1 仔，少数可
多到 3 仔。 妊娠期平均为 5 个月左
右，哺乳期约 4 个月，母猴一生大约
能生 8-12 只小猴。 猕猴繁殖除受自
身的生殖机能限制外， 还受气候、生
活环境、营养水平、配种条件等因素
影响。
幼猴出生后， 生长比较缓慢，哺
乳期多抓爬在母猴的胸、腹部或骑在
母猴背上，由母猴带着活动。 记者在
抖音用户发的猕猴视频中看到，“大
双小双” 随时都抓爬在母猴的胸腹
部，避免在母猴走动时掉落在地。 在

妈妈紧紧搂抱着一对宝宝
视频中还有一个被称作“
小四月” 的
幼猴，目前已经开始自主爬动，守在
一旁的母猴会紧紧抓住幼猴的尾巴，
防止幼猴走丢。
在谈及幼猴生长时， 冉景丞说：
“猴群出现双胞胎是很罕见的现象，
所以需要随时关注猴群的生育状态，
如果生育双胞胎的现象增多了，很有
可能是环境、 食物等外界因素有变
化， 从而导致猕猴生理状况发生改
变。 ”

爱猴要适度
尊重动物天性
近年来，黔灵山公园猕猴数量逐
年增加，引起了无数关注和热议。 据
了解，省林业局、黔灵山公园、贵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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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一处广场绿植被清除后——
—

城市公共用地 冒出大片菜园
本报讯 5 月 12 日， 记者在遵
义市中心城区的海尔大道某段看
到，该处一栋办公楼前的广场上，种
满了各种蔬菜，俨然“城市菜园” 。
据了解，这里此前绿树成荫，是小型
休闲广场。
该处广场，位于贵州省地矿局
第二勘测院门口， 正对着红花岗区
政府，旁边还有个公交车站。整个广
场，目测有 1000 至 2000 平方米，共
有大小 10 个花坛。 之前，广场的花
坛里，种着香樟、雪松、茶花等，还有
草坪。但去年下半年，所有的绿化植
物都被挖走。 没有了花草树木的广
场花坛，被一些人种上蔬菜。
记者看到，花坛里，各种蔬菜
长势旺盛： 四季豆藤蔓爬上豆栈，

正在开花； 上一季采剩下的香菜，
正在开花。 据了解，种菜的人大多
住在广场四周，多为中老年人。 在
广场花坛绿植被清除后，他们看花
坛空着，便商量着开出来种菜。
这个小广场属城市公共用地，
不归贵州省第二勘测院。 该院安保
人员表示， 他无权去阻止市民种
菜。 “
但这个‘
城市菜园’ ，确实有
碍观瞻。 ” 他说，花坛里横七竖八地
插着豆栈，有的还准备搭架子。 而
且， 有的人给菜施用沤制的肥水，
搞得周边都臭烘烘的。
据了解， 被挖掉绿树的小广
场，将被用于商业开发，周边的一
些建筑也正在拆除。
（贵阳日
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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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于今年 2 月成立调查队对公园猕
猴活动区域进行科学调查，经初步统
计发现，黔灵山猕猴数量已上千。
“猴子多了，来看猴子的人也变
多了。 ” 李艳说，她每天早上都会到
黔灵山锻炼，经常看到有人背着各种
食物去黔灵山喂猕猴。 李艳表示，自
己很爱猕猴，它们也是黔灵山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自然希望猕猴都能健康
成长，也希望大家尽量不去干扰猕猴
的生活状态，“猴子是深山里 长 大
的，它们需要保持野性才能更好地生
存下去，我们尊重大自然，也要尊重
动物的天性” 。
针对喂食猕猴的现象，贵州省林
业局野生动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
也呼吁大家要尊重动物的天性。 他
说：“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是大自然
给予它们的食物， 在一定程度上，人
工投喂存在局限性，很多食物带来的
利弊我们很难分辨清楚。 爱猴要适
度，猴群不应该长期处于衣食无忧的
状态， 这会影响它们的健康成长，也
会弱化它们的野外求生能力。 ”
记者了解到，在贵阳市发布关于
调整部分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第 6
号）里规定，在室外开放区域，人与
动物间应保持 3 米以上距离。 在旅游
景区景点和公园内，游客不得向野生
动物投喂食物。 为此，黔灵山公园自
恢复开园来，每天都派专人在猕猴聚
集区进行值守和劝解。
“黔灵山公园猴子多，很多人单
纯是为了来看猴子，也有不少主播为
了博取眼球刷流量，就在直播中拿猴
子来取乐， 这是对野生动物的侵
害。 ” 市民余女士表示，希望大家尊
重大自然， 也希望大家不要投喂，让
猕猴尽量在自然状态下生存，减少对
人类喂食的依赖。
贵阳日报融
媒体记者 成虹飞 岳欢

旅游车抛锚
30多名乘客滞留
贵阳高速交警巡查发现险
情，立即安排转运

“
城市菜园”

喷水池贵阳饭店 28 楼：

抛售老酒“鼠” 这价优
春节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为了响应国家复工复产
的号召， 贵阳饭店 28 楼爱心老酒收藏家孙建春先生，
正式复工，并推出“
抛售老酒‘鼠’ 这价优” 活动，凡是
来他这卖酒的市民，保证贵阳市更优收购价格，只要来
收藏馆成交的朋友，就送 100 元交通费。
孙建春先生介绍，近期海内外股市暴跌，股民纷
纷斩仓，老酒收藏也遭遇寒流，抛售老酒变现成市场主
流，贵阳不少市民纷纷出手家中老酒。 公司顶着风险，
筹措资金，高价收购新老茅台、习水大曲、平坝窖酒、安
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
贵州名酒。 特别是贵州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
茅台生肖纪念酒、90 年代茅台、80 年代茅台、地方国营
茅台、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另外，公司还收购十七大名酒，包括新老五粮液、

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
楼酒、汾酒、郎酒等各类名酒。 贵阳及周边地区可免费
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
一名老酒收藏爱好者和孙建春打过交道后说，孙
先生为人厚道、直爽，懂得与人合作共赢，自从和他交
朋友以来， 他传授了不少收藏酒的知识， 让他受益匪
浅。 其他有喜欢老酒的朋友， 不妨来一起卖老酒交朋
友，规避酒市下行风险。
孙建春先生表示，收购老酒不只是做生意，更是
传承酒文化，结交好友。 喜欢收藏老酒的朋友们，可以
来贵阳饭店 28 楼老酒收藏馆，他将与大家品老酒吃美
食，分享其十多年品酒鉴酒经验。
联系电话 18685000755 0851-85666888
广告

本报讯 一辆旅游车在贵阳南环
高速公路上抛锚，30 多名乘客滞留在
高速公路 1 个小时。最终，高速交警在
巡逻时发现这一险情， 立即安排车辆
对乘客进行转运。
11 日 20 时左右， 贵阳高速交警
三大队民警在贵阳南环高速青岩往孟
关方向碧桂园附近路段， 发现一辆打
着双闪灯的大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车四周围满了乘客。
“这辆车所在位置正好在转弯不
远处，晚上视线不好，存在的安全隐患
很大。 ” 民警说，碰到这一险情，他们
立即将警车停靠在大客车后方， 打开
警灯提醒后方来车。同时，他们将人群
疏散至高速护栏外， 确保人员安全以
免发生意外情况。
经过民警对驾驶员进行询问了解
得知， 这辆车是从安顺玫瑰庄园返回
贵阳的旅游车， 共有 35 名司乘人员，
乘客大多数是老年人。 该车属于电动
汽车，大约在 1 小时前，车辆在事发地
点抛锚，驾驶员顾着检查故障，未及时
报警和安排车辆对乘客进行转运。
据民警介绍，了解情况后，他们立
即要求旅游车驾驶员联系公司安排转
运车辆， 并通知应急部门摆放好安全
锥桶进行安全防护。 20 分钟后，转运
车辆赶来将乘客全部安全送往贵阳市
区，故障旅游车也被排障车拖离，高速
公路安全隐患得以解除。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